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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抛光刷可有效去除牙合 面的积
垢。

使用抛光杯可轻易地去除龈下和
牙间积垢。

Flairesse预防性氟保护漆很容易涂布。Flairesse 预防性氟泡沫和氟凝胶极为
适合在托盘中使用。

  Flairesse 预防到位，完美结合。

保护， 而非填充保留， 而非钻孔不仅牙医， 还有患者， 也越来越依赖
预防措施。 牙医所做的专业洁牙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就是 Flairesse 
的功效所在。其预防系列在每一环节都采用独立的专业产品，且均
含有木糖醇和氟化物：

预防性抛光膏用于清除菌斑和着色。 氟凝胶或氟泡沫 – 根据个人
喜好进行选择 – 用于加强牙釉质再矿化。 氟保护漆用于牙齿脱敏。 
全部产品口味清新怡人。可尝试将草莓味与薄荷或甜瓜味混合。 谁
说专业洁牙不能有创意？

适应症 
预防性抛光膏：
• 清除牙齿表面的软硬菌斑。
• 清除外源性染色

氟凝胶： 
• 专业洁治后促进牙釉质再矿化。
• 再矿化早期龋

氟泡沫： 
• 专业洁治后促进牙釉质再矿化。

氟保护漆: 
• 适用于治疗敏感性牙齿。
• 洞型制备后，封闭牙本质小管。
• 封闭敏感的牙颈部和暴露的根部牙本质
• 氟保护漆用于预防龋齿 
• 再矿化早期龋

技术数据

抛光膏 氟凝胶 氟泡沫 氟保护漆 

粒度 粗颗粒
中等颗粒
精细颗粒

 –  –  – 

氟离子浓度 12,300 ppm 12,300 ppm 12,300 ppm 22,600 ppm 

口味 薄荷
甜瓜

薄荷
甜瓜
草莓

薄荷
甜瓜
草莓

薄荷
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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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n  DMG MiniDam

DMG MiniDam 置于两牙之间的邻间区域。

一种方法 - 两大精湛的治疗方案。 Icon 渗透疗法为牙医和患者
提供了一种新的保护牙齿的治疗方式。去除光滑表面的釉质
白斑（例如去除正畸托槽后） – 简单又美观 ？ Icon 唇颊面渗透树
脂可以做到。 

阻止在难以触及的牙间隙形成的早期龋， 不会对健康牙体组
织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Icon邻面渗透树脂能够做到。

无论何种适应症： Icon 渗透治疗仅在一个疗程即可完成， 无需
钻磨或麻醉。原理简单又具独创性：渗透树脂具有极高的流动
性， 其进入病损处的脱矿牙釉质微孔结构中， 填充孔隙， 阻断
致龋酸的渗透。 进而可快速地阻止早期龋， 同时， 也能保护牙
体组织。 因此， 拥有全方位的美白和医疗优势。
患者乐于接受。 医生喜欢使用。

优点
• 尽早抑制早期龋 – 无需钻磨
• 美学治疗牙釉质白斑
• 维持健康的牙体组织
• 延长牙齿寿命
• 治疗方法温和， 无需麻醉或钻磨
• 一次完成， 使用者和患者均乐于接受。

快速保护 - 保护所需之处。

DMG  MiniDam 在治疗期间保护邻间区域 – 对患者而言快速、
简单又舒适。实用的硅橡胶迷你橡皮障确保治疗部位充分干
燥。同时， 保护牙龈免受所用材料的损害，例如酸蚀凝胶。

只需一个人在几秒钟内即可放置好DMG  MiniDam， 可自行保
持稳固， 无需夹紧。 所以， 对牙医来说非常方便， 患者也非常舒
适。

使用 DMG  MiniDam， 牙医可以更快速地完成邻面部位的操作
步骤，其中包括龋齿渗透治疗。 

优点
• 为邻间区域提供可靠的局部保护
• 快速而简单
• 患者感觉舒适
• 保持稳固，无需夹紧
• 不含乳胶
• 辅助渗透治疗 

美学效果：完全遮盖釉质白斑。术前：使用固定矫治器进行口腔正
畸治疗后出现的致龋白斑样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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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in 10 microns

Reaction Zone

在牙本质和复合树脂之间充填一薄
层 Ionosit-Baseliner。

存在II 类洞的牙齿 
（备洞后的状态）。

在Ionosit-Baseliner 和牙本质之间形成
连续可见的“反应区”。

Ionosit-Baseliner 可封闭牙本质小管，
因而防止术后敏感。

Ionosit-Baseliner是牙科材料中的“应力缓冲器”。 此光固
化活性垫底材料是复合树脂修复体理想的单组分垫底材
料。其活跃的化学特性补偿了复合树脂充填产生的收缩，
防止边缘间隙的形成，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术后敏感、微
渗漏和继发龋。

这种材料具有 X 线阻射性， 可长期释放氟离子， 并因其
含有锌成分而具有抗菌特性。 Ionosit Baseliner –用于无压
力修复。

适应症
适用于复合树脂、银汞合金和全瓷修复的垫底衬洞及倒凹填
补

优点 
• 无间隙修复
• 补偿复合树脂的聚合收缩
• 持续释放氟离子
• 抗菌性能(由于锌离子和特殊单体成分)
• 操作简便
• 保护牙髓
• 封闭牙本质小管
• 防止术后敏感
• X 线阻射

特点
微型注射器包装更加简便快捷

技术数据

Ionosit-Baseliner

工作时间[s] 90

光固化[s] 20

层厚[mm] 1

X线阻射 [% Al] 160

抗压强度[MPa] 130

挠曲强度[MPa] > 60

挠曲系数[MPa] 6.500

径向拉伸强度[MPa] 34

 Ionosit-Baseliner
 
无间隙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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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ic 事半功倍。

全新三合一流体材料：酸蚀、粘接、充填一步完成。

自酸蚀、自黏结流体树脂 Constic 将酸蚀剂、粘接剂
和流体树脂结合到单个产品中。 无论是小型的 I 类
和 III 类洞充填、V 类洞充填，还是倒凹填补、垫底亦
或是(扩展性)窝沟封闭，有了 Constic，就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治疗步骤，确保可靠性更高。 

Constic 提供优良的牙釉质和牙本质粘接， 有助于
防止术后敏感问题的发生。总之： 新的三合一流体
树脂更快捷、更方便、更可靠。

适应症
小型 I 类和 III类洞充填、  
V类洞充填、窝沟封闭、扩展性窝沟封闭， 
I 类和 II 类洞垫底， 
封闭和填补洞倒凹、乳牙小型牙合 面龋洞

优点 
• 自酸蚀、自黏结
• 治疗流程更快捷、更简单、更高效
• 具有 X 线阻射性和天然牙的荧光效果
• 防止术后敏感
• 最大程度地减少潜在错误来源

    

使用毛刷涂刷 Constic 。术前情况：17 号牙的牙合 面洞已由银
汞合金充填。

检查咬合情况。

6 种颜色可供选择：A1、 A2、 A3、 A3.5、 B1、 不透明白

光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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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问世以来，Honigum 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成功
和最受喜爱的印模材料之一。 DMG 不断增强其产品系
列，以满足牙科医生不同的需要。因此， Honigum 为所有
适应症及技术提供最高精密度。 从单相印模材料到二次
印模（double-mixing技术） 或修正印模技术，再到种植体印
模柱的固定：Honigum 系列材料可为任一适应症提供可
靠的解决方案。

适应症
Honigum-Light 轻体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体印模 

Honigum-Mono 单次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高嵌体和功能印模，以及压力点指示
和各种类型的pick-up印模

Honigum-Heavy 重体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体印模，各种类型的pick-up 印
模，如种植体印模

Honigum-Putty 油泥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体印模

优点
•  惊人的细节再现能力
•  在托盘和口腔内保持杰出的稳定性
•  轻压下具有独特的流动性
•  平衡的亲水性
•  中性味道，带有蜂蜜香气

Honigum-Heavy被无气泡注入印模托盘内。

在模型上精确再现预备体边缘线。

使用 Honigum 实现完美的二次印模。

使用 Honigum-Heavy 重体型转移印模。

在注入预备牙体周围后， Honigum-Light 轻体型
展现出色的稳定性。

使用双丙烯酰基的 LuxaBite (DMG) 实现印模柱
的附加粘合。

 Honigum
 
克服对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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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agum 久经考验！值得信赖！应用广泛！

这款经过长期临产验证的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结合了出色的材料特性和非常便
于使用的特点。材料的亲水性有助于提高润湿度，确保龈下区域清晰精确的细节
再现。 不管是手动混合、自动混合（枪混）还是DMG MixStar-eMotion 的全自动混
合， Silagum 系列产品都可提供各种各样的应用形式，并为所有印模技术与应用
提供适当的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适应症
Silagum-Light轻体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体印模

Silagum-Medium 中流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体印模，重衬和功能印模，压力点指示

Silagum-Mono  单次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体印模，功能印模

Silagum-Putty 油泥型 
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体印模

优点
• 使用寿命长
• 形变后恢复能力强
• 良好的亲水性
• 颜色对比明显
• 满足各种牙科要求

使用 Silagum-Putty Soft 和 Silagum-
Light 获得精确的修正印模。

在初印模上修出溢道。 使用单次型Silagum-Mono 的精确印
模。

使用 Silagum-Putty Soft 和 Silagum-
Light 制取精确的二次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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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ite  LuxaBite

全新硬度，实现最佳咬合。

O-Bite 是咬合记录材料中硬度最高的加聚硅橡胶产品之一。 由
于其邵氏A 硬度高达 93，该材料是精密修复的理想辅助材料。
复位时不受压缩或弯曲的影响，对咬合高度无不适研磨。 这不
仅节省了大量时间，同时还确保患者更大的舒适度。

基于其一致的交联结构， DMG 开发的乙烯基硅基质完美地结
合了最大硬度和可靠的抗断裂性能。 可以使用手术刀和硅橡
胶磨头修整O-Bite。 

适应症
咬合记录

优点
• 硬度最高的加聚硅橡胶咬合记录材料之一
• 极高的抗撕裂强度
• 含有清新的橙子香味
• 极小的咬合阻力
• 快速固化

快速保护 - 保护所需之处。

DMG MiniDam 在治疗期间保护邻间区域 –对患者而言快速、简
单又舒适。实用的硅橡胶迷你橡皮障确保治疗部位充分干燥。
同时，保护牙龈免受所用材料的损害，例如酸蚀凝胶。

只需一个人在几秒钟内即可放置好DMG  MiniDam，可自行保
持稳固，无需夹紧。 所以，对牙医来说非常方便，患者也非常舒
适。

使用 DMG  MiniDam，牙医可以更快速地完成邻面部位的操作
步骤，其中包括龋齿渗透治疗。 

优点
• 为邻间区域提供可靠的局部保护
• 快速而简单
• 患者感觉舒适
• 保持稳固，无需夹紧
• 不含乳胶
• 辅助渗透治疗 

使用咬合叉做面弓记录 45 - 60 秒后，短暂开闭口的咬合情
况。

将 O-Bite 应用在咬合叉上。 将 LuxaBite 应用在牙弓上 
(最多 3 – 4 颗牙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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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齿基托的组织面上注入
Silagum-Comfort。

种植体支持的球帽附着体： 初始
情况。

最终完成耐久软衬。放入口内之前在义齿基托组织面上
应用 Silagum-Comfort。

  Silagum-Comfort
永久软衬硅橡胶 耐久软性衬垫。

无论是全口义齿、局部义齿还是种植体支持式义齿， Silagum-Comfort 这一耐久软
性衬垫材料都是最佳选择。 

这一加聚硅橡胶材料令人信服的优势是：该产品不含甲基丙烯酸甲酯，可与所有
市售的修复材料形成可靠的粘接， 并呈现出色的抗撕裂性。 例如由著名的北欧
牙科材料研究所 (NIOM, Oslo) 开展的一项独立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Silagum-Comfort 的味道和气味中性，患者舒适性极高，而且，由于其色调稳定性
高，所以美观性也极佳。

适应症
用于全口义齿、局部义齿和种植体支持式义齿的重衬

特点
两种 Automix cartridge(枪混型) 规格可供选择：25 毫升和 50 毫升

优点
• 与义齿的粘接性能极佳
• 耐久柔软
• 超高的抗撕裂强度
• 无嗅无味
• 操作简便
• 由于色调稳定性高而美观性出众

* 来源：M. M. Mutluay 和 J. Eystein Ruyter, “义齿基托树脂软衬材料粘接强度的评价(Evaluation of bond 
strength of soft relining materials to denture base polymers)”, 牙科材料(Dental Materials) 23 (2007) 1373 -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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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xatemp Star 坚不可摧！

21 号牙在创伤后进行了微创贴面预备。

从硅橡胶模板中取出制作的临时贴面。

将 Luxatemp Star 注入硅橡胶模板内。

使用 Luxatemp-Glaze & Bond 珞赛特光亮漆做
最终处理。

制作美学蜡型模拟临时贴面。

使用钨钢磨头做粗修整。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Luxatemp  Star。其上一代 Luxatemp-
Fluorescence 已经获奖无数， 曾数次获得 REALITY 评选的“最佳临时修复材料”五
星大奖， 是美国 Dental Advisor* 销售排行榜上的 No.1** – 只有兼具最佳美学和完
美密合这两种特性才能获此殊荣。

全新的 Luxatemp Star 可以实现的远不止于此： 抗断裂性和挠曲强度值达到新的
记录因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另外， Luxatemp Star 珞赛特四代
临时冠、桥材料在五分钟内就可以达到最终硬度。等待时间更短 – 更舒适。 

除了 Luxatemp Star 之外，DMG还为临时修复体提供了一系列相互调整适应的顶
级产品。完美就是当一切都绝配吻合！

适应症
临时冠、桥、嵌体、高嵌体、部分冠、贴面、长期临时修复体

*  牙科顾问：Luxatemp-Fluorescence 荧光型是2010年最好的临时修复体材料(Luxatemp-Fluorescence is Top Provisional 
Material in 2010) (DA Volume 27, No.1, Jan. – Feb. 2010)

** 根据市场调查公司“战略数据营销”的 2013 年度市场份额

优点
• 极高的挠曲强度和断裂韧性
• 增强初始硬度
• 卓越的适配性
• 突出的美学效果和色彩稳定性
• 快速固化 
• 高生物相容性
• 适合长期临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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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xaForm  Tray-Adhesive

将 Luxatemp Star 涂敷到 LuxaForm 
印模。

用 LuxaForm 取初始状况的印模。 涂附DMG 托盘粘接剂。

制作临时修复体的快速印模

有史以来最简单, 最省时的临时修复体热塑印模材料！ 热塑片
在热水中简单加热， 然后放置于牙齿周围并成型 完成。

适应症
用于制作临时修复体的印模

优点
• 不需混合
• 无需托盘
• 储存条件下稳定
• 在双丙烯酸树脂临时修复体上无涂层
• 没有任何气味

适用于所有加聚硅橡胶材料的托盘粘接剂

适应症
托盘粘接剂可确保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在金属和塑料托盘上
的最佳固位

优点
 提高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在印模托盘上的粘接
•  应用和操作简便
•  应用后固化时间短
•  蓝色溶液， 便于目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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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xatemp-Glaze & Bond  TempoCem NE

用于临时冠和桥的表面密封剂和修补材料

使用 Luxatemp-Glaze & Bond 珞赛特光亮漆特别有助于表面的
美观性和卫生。 光固化单组分光亮漆可让临时修复体呈现自
然、光滑和有光泽的外观，同时阻止菌斑形成。 此外， Luxatemp-
Glaze & Bond 还可用作粘接剂， 用于临时修复体的修补， 以及
与 Luxatemp 或 LuxaFlow 结合使用。 

适应症
临时冠和桥的修补和密封

优点
• 无需抛光即可呈现高光泽度
• 与修补材料粘接牢固
• 超凡的耐磨性
• 表面光滑

恪守承诺的临时粘接剂！

氧化锌基的 TempoCem 泰姆临时粘接剂具有适配性高和便于
清除的双重优点。该材料的粘接膜厚度薄，有助于达到完美密
合， 且多余材料的去除也非常简便。作为 Luxatemp 系列产品的
一员，这款水门汀尤其适合与 Luxatemp Star 和 Luxatemp-Plus 搭
配使用。 多种类型可以满足不同的临床需要： 含丁香酚的、
最终硬度高或低的，或者不含丁香酚的 TempoCemNE。 所有 
TempoCem 类型均采用自动混合方式， 可以直接使用。 操作非
常简便。

适应症
临时和永久冠、桥、嵌体和高嵌体的临时粘接。 

优点
• 通用性好
• 最佳粘接性和可去除性
• 多余材料易去除
• 可直接应用
• 粘结膜厚度薄，适应性高
• 没有术后敏感问题
• 保护活髓
• 有多种类型可供选择

事半功倍：涂布 Luxatemp-Glaze & 
Bond 珞赛特光亮漆。

去除多余材料。Luxatemp Star 临时修复体可抛光
至通常的高光泽度.

用 TempoCemNE 粘接 Luxatemp 临
时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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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x  LuxaPost

光固化Contax 20 秒。 试戴纤维桩。涂布Contax-Primer 和 Contax-Bond 
20 s。

纤维桩的根管预备。

有备无患，未雨绸缪。

Contax 提供安全保护。 防止术后敏感，同时也能确保粘接可
靠。 它是一款光固化、自酸蚀、自处理的两组分粘接系统。预处
理剂和粘接剂分别独立包装， 因此，提供了优良的粘接性能。 
结合使用可选的引发剂， 即使与双固化和自固化材料粘接， 此
产品也能确保稳固粘接。 完整的酸蚀步骤和水基预处理剂使
得 Contax 的技术容错率非常高，且不会产生任何术后敏感。 从
这一点来说， Contax 的双组份当然优于单组份。

适应症
用于粘接牙本质及牙釉质上光固化修复材料（复合树脂、复合
体）的光固化粘接剂

优点
• 无需额外酸蚀
• 预处理和粘接仅需两步即可完成
• 由于预处理步骤是分开的，所以修复体可持久耐用
• 可靠的脱矿深度
• 水基预处理剂 – 技术容错率高
• 无术后敏感问题

DMG 优质根管桩！ 

适应症
用于大面积牙体缺损情况的冠核制作

优点
• 与 LuxaCore Z 系列产品完美结合：形成一个整体 
• 接近牙本质的挠曲模量：有效减少根裂
• X 射线阻射
• 预硅烷化处理 
• 锥体形更适于根管 
• 每种型号均有一支配套钻：  

无需预钻 
• 高度美观
• 为了能常规使用特定尺寸的根管桩，每种型号桩均有补充装
• 为了能常规使用特定尺寸的钻，每种型号钻均有补充装
• LuxaPost Starter Kit套装便于重新补充 LuxaPost 小盒子
LuxaPost 根管桩尺寸对应相应的颜色编码，方便寻找：  
黑色 ø 1.25 mm  
紫色 ø 1.375 mm 
绿色 ø 1.5 mm 适用于所有加聚硅胶材料的托盘粘接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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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

 LuxaCore Z-Dual 

Tempo de trabalho [min.] 01:30

Tempo de presa na boca [min.] 05:00

Camada** ≤ 2 mm [s] 20

Camada** ≤ 4 mm [s] 40

Resistência à compressão [MPa] 380

Resistência flexural [MPa] 150

Resistência à tração diametral [MPa] 63

Absorção máxima de água [µg/mm³] 25

** Pesquisa de mercado Market Share 2013 realizada pela Strategic Data Marketing 
**  No caso de fotopolimerização

用 LuxaCore Z-Dual堆塑桩核形态。以 LuxaCore Z-Dual 作为粘接水门
汀固定 LuxaPost。

形成一个整体。由于 LuxaCore Z - Dual 的可切割性与
牙本质相似，因此制备容易且精确。

 LuxaCore Z 感觉像天然牙本质， 可实现精确预备。

LuxaCore Z - Dual 良好的机械性能使得该产品与其它
同类产品相比更接近天然牙。比起获奖无数的上一代 
LuxaCore-Dual， 新一代 LuxaCore Z-Dual 的抗压强度和剪
切强度更好。添加二氧化锆的开拓性的 LuxaCore Z - Dual 
材料具有突出特点： 切削更接近牙本质。 预备更加简便
流畅，无凹槽。 材料的高抗压强度可确保冠下的稳定性。

完美搭配： 玻璃纤维增强型预硅烷化复合材料根管桩可
与LuxaCore Z完美结合而成为一个整体。 其挠曲模量不
仅与LuxaCore Z 的非常相似， 与天然牙本质也非常接近。
这种完美的“根桩－桩核树脂－根”融为一体的系统减少
了峰值应力， 进而降低了根折风险。 粘性粘接提供了牢
固粘合，而 LuxaPost 顶部的小凹槽进一步增强了机械固
位力。

LuxaCore Z 的优点 
• 接近牙本质的可切割性：  

预备流畅
• 卓越的抗压强度：  

冠下的稳定性可靠
• 杰出的流动性：  

最佳适配

LuxaPost 的优点
• 与 LuxaCore Z 系列产品完美结合：形成一个整体 
• 接近牙本质的挠曲模量：有效减少根裂
• X 射线阻射
• 预硅烷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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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Cem  PermaCem 2.0

易于清洁。 最终修复。操作简单，可直接应用。 使用刮治疗器轻松去除多余材料。

可靠。一贯如此。

适用于各种修复体的通用型粘接水门汀， 无论与金属、复合树
脂， 还是与全瓷修复体粘接， 总能展现出一流的粘接能力。 无
论是粘接, 摩擦, 自固化还是双固化！ 

DMG 专利技术将玻璃离子水门汀（长期释放氟离子， 具有生物
相容性）与复合树脂（不溶于水， 具有良好边缘密合性）的优点
组合在这一种材料中。 PermaCem 既安全又易用。 在便利的 
Automix 或 Smartmix 系统内， 材料可以自动量取, 混合， 而且可
以直接应用。 简单、安全。
适应症
冠、桥、嵌体和高嵌体的最终粘接

优点 
• 自固化
• 通用性好
• 同样适用于全瓷修复
•  结合了玻璃离子和复合树脂的双重优点
• 持续释放氟离子
• 口腔环境下不溶于水
• 粘结膜厚度薄，适合性、粘接力强
• X 射线阻射

新一代自黏结树脂水门汀。

PermaCem 2.0 以其全新的单体配方， 对氧化锆陶瓷显示出卓越
的粘接能力 – 无需额外的粘接或酸蚀。 PermaCem 2.0 的优势远
不止于此。 

此双固化树脂水门汀普遍适用， 并与其他材料优良粘接， 例如
金属、合金、硅酸盐和氧化物陶瓷以及复合树脂等。 此外， 这种
材料还具有其它优点： 轻松去除多余材料、无滴落、精确流入所
有区域 – Flow-2.0 配方让一切成为可能。

适应症
嵌体、高嵌体、冠、桥和根管桩的永久粘接。在种植体基台上永
久粘接修复体冠和桥

特点
对氧化锆具有强大的自黏结性

优点
• 对氧化锆、硅酸盐和氧化物陶瓷具有超凡的粘接强度
• 对金属和复合树脂的粘接也非常可靠
• 应用省时高效
• 压力下流动性极好 
• 轻松去除多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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